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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镜暴利”为何久难破局

把饭菜做可口也是一种节约

点

击广东

世界足球的视野里，

从未有过考级成才的神

话， 也从未有过应试足球

催生后备力量的传说。 街

头的自由桑巴、 热土上的

不羁嘶喊， 让一代代足球

奇才涌现。 他们的故事一

再启示我们： 孩子们需要

的是足够的踢球时间和

“自由生长”的权利，而不

是无休止的应试和束缚。

———新京报：《取消考

级， 让幼儿足球远离功利

化》

不管是自民党内部还

是日本国民都希望保持政

局稳定。 特别是在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根本

遏制的背景下， 稳定成为

各方政治势力谋求的最大

公约数。这个时候，在安倍

内阁担任官房长官的菅义

伟便成了较为一致的选

择。 官房长官是日本内阁

的“大管家”，菅义伟是日

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官房长官， 安倍内阁的许

多政策都是出自其手。 在

日本政策的未来走向上，

菅义伟已明确表示， 将继

承安倍内阁时期的内政外

交政策， 深化日美同盟关

系， 寻求在防控疫情和重

启经济之间找到两全之

策。由此来看，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 日本政坛还会

继续保持“安倍之后还是

安倍”的稳定。

———南方日报 ：《“安

倍之后还是安倍”》

一些外卖企业先后表

态将增加外卖送餐的等待

或弹性时间； 出于对骑手

的理解和关怀， 不少用户

表示“不必追求更快”，“与

生命安全相比， 超时可以

接受”。 但从长远来看，这

种共识不应只体现在消费

者的理解和宽容上， 更应

该成为推动平台主动思

考、 作出改善以及监管部

门明晰标准、 有据审查的

动力。

———经济日报：《解决

骑手困局重在以人为中

心》

◎

木木 辑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

如何为教师减负、 加薪成

为热议话题。 浙江金华近

日披露教师收入已超公务

员。 当地在出台公务员奖

金政策时，还会同时间、同

幅度考虑中小学教师。 其

中，义乌教师年终奖超过9

万元。三年来，义乌教师薪

酬增长了60%， 已达到公

务员水平。 义乌每年会拿

出15%的土地出让金，专

门用于教育项目。

金华市公开晒出一本

教育账， 宣布教师工资已

经达到甚至超过公务员水

平，赢得了外界一致好评，

不少网友点赞“干得漂

亮”。 这些年，为了提高教

师待遇， 保障教师工资发

放， 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

很多政策，尤其是“教师工

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工资”的要求，将教师工资

待遇和公务员绑定， 早已

家喻户晓， 但真正能够做

到的却很少见。

事实上， 教师平均工

资水平不低于或者高于国

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

平，并逐步提高，早在2009

年就明确写入了法律。 但

11年来， 很多地方只是停

在纸面上。 更有甚者，长期

拖欠教师工资补贴， 违规

挪用教育经费。 就在前几

天，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拖欠教师工资近4.8亿元的

丑闻惊爆舆论。 据报道，大

方县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

师工资补贴， 共计拖欠教

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

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

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

经费34194万元。 这简直是

对教育的轻视和对法律的

无视，理当严惩责任人。

教师收入不低于或高

于公务员， 并非高标准高

要求，而是明确规定于《教

师法》的底线要求。增加教

育投入，提高教师待遇，加

快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收

入与公务员工资收入长效

联动机制，必须动真格。

某种意义上， 受到盛

赞的金华市， 只是做到了

依法该做的； 它赢得的掌

声和欢呼声越大， 没有做

到地方就越脸红。 金华市

高调晒教育账单的做法，

应该上升为一种常态化的

制度安排， 各地也都应该

定期晒出自己的教育账

单， 达不到要求的必须严

厉惩处。7月1日起，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开

通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举报平台”，是个很好的开

始。

教育是什么样子，明

天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再

穷不能穷教育， 不能只是

一句口号。 没有哪一项事

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

定着国家长治久安， 影响

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

家命运。 从提高教师待遇

做起， 真正让教师成为令

人羡慕的职业， 才能让最

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

人。

◎

舒圣祥 注册会计师

黄华路区域改造方案出

炉。 其中，“血泪洒黄华”石碑

得以保留， 周围划作公园绿

地，等呢个历史遗址有一个更

好嘅展示环境。

提起“血泪洒黄华”，可能

连一啲老广州都未必知道。但

只要讲起日本仔轰炸广州，就

几乎无人不晓。 话说，1938 年

广州沦陷前夕，细细地一条黄

华路，当时叫“黄华塘村”，五

六月份就起码遇到 16 架次以

上嘅轰炸。 有一次，村民将遇

难者尸体移到办红白喜事嘅

“西厅”安放，数咗一下，居然

有 89 具之多———你话， 一条

村先得几多人？一炸就死咗咁

多，可见日本仔有几残暴呢。

事后，老村长曾勤牵头立

碑，亲自撰文，于是就有咗今

日嘅“血泪洒黄华”石碑啦。

至于日本仔点解要针对

黄华塘村， 讲得比较多嘅系

“附近有兵工厂， 所以引来攻

击”———当然， 呢个说法系有

根据嘅。 但惗深一层，比如翻

查《广州市被轰炸点标识图》

就会发现：当时日本仔大量投

弹点都系民用建筑，诸如中大

校园、中山纪念堂等等。 无论

有兵无兵，佢都要炸你。

所以，讲到尾，呢件事就

系侵略者手段残暴， 滥杀无

辜， 先造成咗中国人民嘅悲

剧。 而呢座石碑，就系历史无

法磨灭嘅铁证。

◎

梁倩薇 编辑

据央视财经频道报

道： 近日， 明月镜片向

证监会递交了招股说明

书， 准备上市。 眼镜行

业历来被人们称为“暴

利”， 而在明月镜片的

招股说明书里似乎也印

证了这一点， 镜片的平

均成本仅为 6.23 元。

看到这个报道， 连

不戴眼镜的都难以淡定

了。 成本几块， 卖上千

块———这事儿就没人管

吗？

事实当然并不是这

个样子， 比如 A 股唯一

一家眼镜上市公司博士

眼镜： 2019 年毛利率高

达 71.17%， 这意味着眼

镜成本仅为售价的 3 成

不到。 但是， 算上门店

租金和人工后， 企业的

净利率却仅有 9.5%。 如

果将净利润平均分到

397 家门店， 意味着每

家门店一年的净利润仅

为 15.7 万元。

这让人联想起多年

前网上讨论过的“苹果

手机物料成本” 的话

题。 彼时的逻辑是这样

的： 拆卸下手机各部位

的硬件， 然后测算单位

成本， 最后加起来一

看 ， 纷纷咒骂厂家暴

利。 可是， 很多人忘记

了芯片的价值， 以及同

样需要烧脑烧钱的软件

生态系统。

“成本 6.23 元” 的

镜片是如何动辄卖上千

块的？ 这个问题， 某种

意义上是个伪命题。 一

则 ， 眼镜不是普通商

品， 每个人视力的基本

参数和面部结构， 决定

了眼镜不可能千人一

面。 二则， 为什么眼镜

店基本没有像便利店一

样被线上购物所蚕食，

说到底， 还是因为行业

专业属性所致。

当然， 要让眼镜价

格降低下来， 缩短产业

链条固然关键， 最要紧

的， 还是整肃市场环

境， 让技术不规范、 质

量太低劣的店铺早日出

局。 教育等部门不妨联

合专业技术协会， 为义

务教育阶段青少年配镜

提供基本技术服务。 如

果 5G 等黑科技能解决

线上验光等世纪性难

题， 上千块钱一副眼镜

的局面肯定是能打破

的。

◎

邓海建 电视制片人

眼下， 大中小学正

陆续开学。 当看到

“警方

通报： 湛江一女学生在

楼梯间被多人殴打”

（中

国新闻网 9 月 15 日）的

新闻， 相信家有孩子上

学的家长，会心头一紧。

校园欺凌一直备受关

注， 媒体曝出的每一起

事件，都让人痛心。 事件

发生后， 一般相关部门

都能及时、妥善处理。 但

是与其亡羊补牢， 不如

事先建立一套预防机

制。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为青少

年创造良好的家庭、校

园和社会环境， 是全社

会共同的责任，对此，大

家都应该上点心。

应当承认， 保护孩

子、关心孩子，一直是政

府和社会的责任。

“肇庆

一福利院

6

名孩子考上

大学 ， 首个孩子入学报

到”

（南方新闻网 9 月 14

日），传递的是满满的正

能量。 社会的关爱，让我

们不但看到这些孩子并

没有被遗弃， 也欣喜的

看到这些孩子的积极进

取精神。

再有

“东莞将出新

规 ： 若预测臭氧浓度连

续

4

天超标 ， 学校可临

时停课 ”

（《南方都市报》

9 月 15 日），也能从中看

出保护孩子的用心。 但

是， 我们更不希望空气

环境有恶化的一天，把

环境保护好， 我们就不

需要让孩子停课这样的

“补牢”措施。

说起来， 节约粮食

也是对环境的一种保

护。

“华农倡议节约粮食

出妙招，‘光盘’ 打卡

21

天可换饮料 ”

（大洋网 9

月 15 日）、

“佛山出台培

养节俭美德校园实施方

案 ， 将制止餐饮浪费纳

入师生评价体系”

（南方

网 9 月 15 日），在校园里

推行节俭美德， 是有多

重教育意义的。 当然，正

常来说，如果饭菜可口，

人的胃口也会好一点，

基本能把盘中餐吃光。

因此， 饭堂在保证食品

质量前提下， 尽量把饭

菜做得更加美味， 相信

这也是提倡节约的妙

招。

◎

陈管见 国企职员

科技创新带来的变革之

快， 超乎人们预料。 去年此

时，5G 还更多停留在想象阶

段，今年此刻，5G 已广泛应用

于生产生活。 权威部门发布

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5G 用

户已超 8000 万。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15 日在重庆

开幕的 2020 线上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 用一系列智

能成果的广泛应用生动地诠

释了一个趋势： 智能成果不

但在重塑着产业结构， 也在

重塑着生活习惯。

当前，大数据、智能化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

谁能抢抓住智能制造这个牛

鼻子， 谁就能成为这场革命

的引领者， 在国际竞争中赢

得先机。

我国积极鼓励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 通过出台相关

激励政策、 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等措施， 使得科技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 应用算法、 专

用芯片等技术取得局部突

破， 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等

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

2019 年底， 我国人工智能核

心产业规模达 510 亿元， 京

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成

渝等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人工智能不仅让自身发

展“一飞冲天”，更为其他产

业的转型升级， 插上了飞翔

的“翅膀”。 通过与一二三产

业融通，人工智能在制造、交

通、医疗、教育等领域应用不

断加快。 今年以来的新冠疫

情防控， 智能 CT 影像系统、

智能机器人、 智能测温系统

等产品陆续出现， 让人们看

到了人工智能为医疗产业带

来的广阔空间。

将智能成果应用在机器

齿轮上， 驱动的不仅仅是产

业的变革，更是生活的革命。

这些新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到个人、家庭、社区乃至城

市场景之中， 从人脸识别

PAD，到智能家居，再到智能

交通、 智慧城市……如今困

扰我们的城市拥堵等问题，

也会因自动驾驶的逐步应用

而得到缓解。

但是应当看到， 与国际

发达技术相比， 我国很多关

键领域仍有较大差距， 从制

造大国到智造大国， 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关键核心技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

有直面差距， 集合精锐力量

全力以赴， 才能尽早实现自

我突破。

◎

韩振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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